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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本恩牧師
小時候總是覺得時間過的很慢。每一年的新
年、聖誕節及其他節日喜慶總是覺得來的特別
慢。如今所渡過的年日就像有一句成語所說
「光陰似箭」這么快。雖然日子過的很快，回
顧觀看，看到神處處留下恩典的脂油。神是有
恩典的，每一年都不一樣，2015年與往年也有
不同，然而我們的神對祂教會的恩典年年都是
那么的豐盛。
☆是神的恩典，讓我們教會能用生命來愛
祂、敬拜讚美祂。
☆是神的恩典，讓同工及弟兄姐妹都有神
所賜的能力、智慧及愛心來服事。
☆是神的恩典，賜福教會小孩/少年人不斷
加增，並且能在教會中藉著富有愛心的
老師們的教導來認識神的話，並與其他
孩子一起在主裏成長，這是何等美好的
事。
☆是神的恩典，我們在此地現有的教堂敬
拜神及聚會已進入第六年。
☆是神的恩典，供應教會所需來遵行主耶
穌所吩咐的大使命：廣傳福音，造就門
徒。
☆是神的恩典，不斷用衪的愛來引導、管
教、磨練我們的生命，以致我們能有更
成熟的生命。
☆是神的恩典，開我們屬靈的眼睛，看透
屬世/物質的短暫，願以信心奉獻財物
來積存財寳在天上。不單獻上十一/感

恩奉献，也在建堂奉献上積極參與。
☆是神的恩典，透過年㑹New People New
Place 的基金給我們$150,000建堂經
費。
☆是神的恩典，………………請繼續看
2015年刊，觀看神在教會大大小小事上
以及各肢體身上的作為，這都是神無限
的恩典。讓我們一起向神獻上我們的感
恩與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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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主前進：同心同行，承傳使命
2016年的教㑹主題是同心同行，承傳使命。阿
摩司書3:3說：「二人若不同心，豈能同行
呢。」弟兄姐妹要同心才能同行完成主的使
命。如何能同心同行呢？信徒必须先學習與神
同心同行，才能與弟兄姐妹同心同行。願以几
處經文與大家共勉勵：
I）創世紀5:22-24「以諾生瑪土撒拉之後，與
神同行三百年，並且生兒養女。以諾與神同
行，神將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以諾生瑪
土撒拉之後生命有極大的改變而與主同行，直
到被主接去。瑪土撒拉的意思是死後有重大的
事要發生。我們继續看就看見瑪土撒拉死後洪
水就来到，神的審判臨到。以諾得了神的啓
示，啓示也是告訴的意思。今天神藉著聖經告
訴（啓示）我們祂的心意。當今我們就當像以
諾得了神的啓示，存敬畏的心與神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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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創世紀6:9「挪亞是個義人，在當時的世代
是個完全人．挪亞與神同行。」 創世紀6：1113「世界在神面前敗壞， 地上滿了強暴．神觀
看世界， 見是 敗壞了．凡有血氣的人，在地上
都敗壞了行為。神就對挪亞說，凡有血氣的
人，他的盡頭已經來到我面前，因為地上滿了
他們的強暴，我要把他們和地一併毀滅。」神
叫挪亞建造巨大的方舟，對任何一個人来說都
是極其艱難的一個任務。但挪亞卻完全相信並
且遵照神的話去做，完成主給他的使命。建造
方舟的過程不是一年，二年而是一百二十年。
後来神用洪水滅了那世代的人，挪亞一家卻因
信靠順服神而八口都得救了。
III）彌迦書 6:8「…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
行。」謙卑有自取卑微的意思，也含有需要舍
弃自我的意义。耶稣本有神的形象，却自取卑
微，成为人的样式。耶稣可以放下自己绝对的
权利，甚至包括舍弃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为要
完成神透过祂成就的救赎计划。我們也當學習
舍弃自我，謙卑與神同行。

願在新的一年我們都存謙卑，敬畏，愛神，完
全順從神話語的心與祂同行。如此就能完成主
的使命：傳福音，教導神的話，服事，建堂，
使更多人成為主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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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or John Roper

A farmer does not till his land, ensure proper nutrients are in the soil, scatter seed, and then water and
weed his field faithfully just to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his days. No, a farmer gets up early and
works up a sweat under the hot sun for a specific
purpose: he wishes to eventually gather in a crop
and to see the fruit from his labors. As I write this
article, I am between speaking engagements in Arizona, but the road trip here has been interesting. In
addition to all of the beautiful scenery mingled
with the harshness of a desert landscape, I have
been pleased to see orchards of pecan and pistachio
trees as well as pass places where enterprising
farmers have planted large vineyards. Even in this
often inhospitable climate, these hardworking individuals have managed to grow and produce fruit.
Unlike many years in the past we haven’t seen a
large influx of students from UCO coming to the
church this past year and swelling our population.
However, that doesn’t mean that God hasn’t been
able to produce fruit from within our congregations. Several people made decisions for Christ in
2015, and I had the immense pleasure of baptizing
eight people along the way. We have also seen the
promise of even more fruit on the horizon. In the
fall we began to teach English classes on Wednesday mornings at the church. Although the bulk of
the students come from our congregation, we have
had non-Christian participants, as well, including
one lady who regularly attends that we hope will
one day accept Christ. Our hope is that as our
members mingle with unbelievers in a nonthreatening environment such as an English class
that they will eventually be able to share the truth

of the Gospel with those who would normally never enter a church building. In addition, after a long
period of experiencing only short visits from people from other ethnic backgrounds, we have recently seen several Hispanics, Koreans, and an AfricanAmerican join us on a regular basis for Sunday
morning worship in the first service.
In the first chapter of Colossians Paul writes in
verse 6 that “…the gospel is bearing fruit and
growing throughout the whole world–just as it has
been doing among you since the day you heard it
and truly understood God’s grace.” My prayer for
us as we minister in 2016 is that we will remain
faithful to the teaching we have received, truly understand His grace in our lives, and then ultimately
experience the joy of the harvest in our church this
coming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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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ly we have been learning a lot about the
Christmas story. The story of how God sent His
son into the world to be born of a virgin named
Mary. How the angels were sent along with the
miraculous birth to help announce to the world that
a Savior had come for them, and how that Jesus the
Christ, the Messiah of God, had come to save the
people from their sins. When the angels announced
His birth to the shepherds, the shepherds were first
filled with great fear, but then later, when they understood what had happened, their fears turned into
exceeding joy and happiness! After the angels returned into heaven, the shepherds said to one another, “Let’s go to Bethlehem and see this thing
that has happened which the Lord has told us
about.” So they hurried off and found Mary and
Joseph, and the baby Jesus, who was lying in a
manger. The manger was an animal feeding trough
where animals were fed grain and hay. So why
were the shepherds so excited about the arrival of
Jesus? Well, they had been told that He would be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But also, perhaps, they understood that the name Bethlehem means “The
House of Bread” and that Jesus had come as the
Bread of Life. And that he would become spiritual
food for all those who would come and seek after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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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John 6:32-35 it says; Jesus said , “I tell you the
truth, it is not Moses who has given you the bread
from heaven, but it is my Father who gives you the
true bread from heaven, for the bread of God is he
who comes down from heaven and gives life to the
world. “Sir”, they said, “from now on give us this
bread”. Then Jesus declared to them, “I am the
bread of life. He who comes to me will never go
hungry, and he who believes in me will never be
thirsty”.
This all happened just after Jesus had fed the multitude of people who were following him and he fed
them with a little boy’s lunch. Jesus took the five
loaves of bread and two fish and raised them to
heaven and blessed them. And God multiplied the
food enough to feed over five thousand people!



Scott Zerger, Lay Leader

Now after the shepherds had seen Jesus in Bethlehem, they went and began to tell everyone about
what they had seen and they spread the word about
his birth. They returned glorifying and praising
God for everything they had experienced that day.
Now when Jesus had finally come to earth, he fulfilled all the words of prophesy that had been spoken about his coming for many centuries before.
God had sent many scriptures and prophets beforehand to tell about the coming of a ruler, a savior,
and a king. But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God had
thought about this. In fact, He had ordained this to
happen long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Long
before time began, God had a plan. Yes, the Bible
says that God had already planned for the coming
of the Christ a long time ago. Sometime,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and human beings were made,
Jesus must have said to the Father, (when asked to
go to the earth and save the human race), “Yes,
Father, here am I, send me. I will go. God had prepared in advance a body for Jesus to take on. He
would occupy that body and live his life completely for God. Then he would be able to offer that
body as a sacrifice for sin. He would humble himself and become a man and become obedient even
unto death. So then, when Jesus was born, God
himself was here, coming in the flesh to redeem the
world. Jesus was in the world fulfilling the plan of
God which would result in our good, to have a
hope and a future.
I pray that because of Jesus, we will all continue to
have a wonderful and blessed future and we will let
our light shine throughout the coming year. God
bless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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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a Zerger
Ever got a letter or phone call with bad news? It
affects your mental and your physical well-being.
What do we do?
John 14:1 says “Do not let your hearts be troubled.” What?! WE can keep our hearts from being
troubled? It seems as though my heart (emotions,
reasoning abilities, etc.) is suddenly troubled,
seemingly from outside myself. The troubles of
life sweep in and overwhelm without warning, but
this says I can do something about it! HOW?
The very next sentence tells us how – “Trust in
God, trust also in me”. (Jesus) We can see it is saying “Do NOT let (permit) your hearts be troubled,
instead DO trust in God and DO trust in Jesus, the
Son of God who came to show us the Father God
and to teach us about the loving and saving heart of
God, the one who delivers us from troubles.
Jesus says again in John 14:27 – “Peace I leave
with you; my peace I give you.” (Peace sweeps
over and changes trouble like soda neutralizes acid
or like light wipes out darkness. Circumstances
might still be the same but they no longer cause us
to be hopeless and in despair. I do not give to you
as the world gives.” (The world usually gives hollow, empty promises of peace that does not last.)
Then He says it again – “Do not let (permit) your
hearts be troubled, and do not be afraid.”
Fear and trouble go hand in hand. In John 14:25
Jesus promises to send the Holy Spirit who is to
“teach us all things”, how to control fear with faith
and how to receive the love of God which overcomes fear. Romans 12:21 admonishes us, “Do not
be overcome by evil, but overcome evil with good”.
In the command “Do not be overcome by evil” indicates WE have power and authority to resist being overcome. We can make a stand against evil
by letting good flow through us to overcome evil.

Another way of saying “Let NOT your hearts be
troubled”, is found in Philippians 4:6-7. “Do not
be anxious about anything, but in everything, by
prayer (getting God’s perspective) and petition
(requesting God to meet the needs you have.) with
thanksgiving (we can thank him because of His always true promises and our trust that He is taking
care of us.) present your requests to God and the
peace of God which transcends all understanding
(we cannot picture in our minds or understand in
our hearts the depth and scope of the Peace of
God!) will guard your hearts and minds in Christ
Jesus.
I pray that your heart will be filled with the peace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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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a Zerger

I was really blessed this year to attend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North Oklahoma Honors Orchestra.
There were EIGHT of our very own ECIUMC / RJ
youth playing in the three levels of the orchestra.
The sweet sounds of many different stringed instruments, in perfect harmony, playing a beautiful
composition, is a great joy.

Now, we are at the beginning of a new year and our
theme is “One body, one mission”, again calling us
to unity in the Spirit giving our life goals and indeed our whole lives to our Lord and King. Working together as Christ directs we will be able to
send out a message to the community and world of
the love of Christ which is available to all people.

But, when the first sounds came, it was anything
but beautiful! Each player was doing his own
thing. There was no harmony, no direction; it was
CHAOS! After a few minutes our ears began to
complain and the thought kept running through our
minds, “Will this ever end? Ouch!” Finally, the
Concert Master, the Principle Player, stood and the
instruments became silent. She played a pure single note and all the instruments were tuned to this
one sound. Again, there was silence as the conductor came to the stage. All eyes were fixed upon
this person.

Our Pastors function as the “Concert Masters” to
keep us in tune and walking together in love. With
Jesus as our Conductor, we are a member of God’s
orchestra. You are very important in God’s plans
and He has sent the Holy Spirit to strengthen, help
and guide each one. He desires each of us to
“Know the score” by reading the Word and to practice harmonies through Bible Study and Fellowship
with others. I’m looking forward to making beautiful music with you in 2016.

After welcoming applause and a bow, the director
turned to the players, each one with their eyes fixed
upon the baton. The baton was raised, as were the
many bows and the down beat started the most
lovely music I had heard for some time. Each instrument was playing its part in perfect timing with
all the others because they were following the director. They were no longer a fragmented splatter
of sounds, but they were part of the whole and
working in unity. No longer many instruments, but
ONE.
That is the plan Jesus has for His body, the church.
We are each called to fulfill our part in the church –
you can’t do my part and I can’t do yours. Each
one is necessary and when one is missing, the
presentation of praise to our God is not complete.
Our theme last year was “Take root, Bear fruit”; if
we each take root in the calling Christ has on our
lives we will bear much fruit for the Kingdom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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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out a doubt, 2015 has been one of the years
where I truly experienced God’s whole package in
my life. It was full of difficult moments that come
with life-changing lessons on letting God teach me
humility, honesty, patience, trust, and gratitude. As
the end of 2015 approached, I looked back and was
truly grateful for the blessings that I have received
from God; especially, I was able
to spend my
Christmas with
my family members. It does mean
a lot to me.In this
year alone, I was
appointed to
serve in the ministry of ICSO (the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Student
Organization) as
a worship coordinator, and also a
helper to facilitate
our group of
members. I am
amazed how God
truly works in His
people through
His timing and
guidance. I am
also moved by
His greatness.
Although ICSO
did not grow in
number, by the grace of God there was revival in
the committee that caused many to be willingly to
step up for God’s kingdom. I seek prayer from each
one of you to pray for our organization, for us to
keep that passion to burn continually for God, and
also that more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ntinents will
come to know Jesus Christ .

Sam Yang

This was the second year that I did not go back for
the summer, but on this occasion I also chose to
stay for summer school for the first time. It wasn’t
hard at first, but it became very hard for me when I
received news that my mother is not able to walk
properly due to her kneecap injury. My sister sent
me a photo of her; it struck me deeply with tears. I
flashed back to
a few years
back when my
father was diagnosed with liver
cancer while I
was still in the
States and I
wasn’t able to
do anything but
just pray to God
that
healing
would be upon
my father. God
healed
him.
This time I pray
for my mother.
In my prayer, I
seek for God’s
healing, comfort
and protection
to surround my
family
members. However,
God showed me
that His blessing comes in
many forms; it
is all for our
good. With this belief in Him, it removes all the
doubts and aching in my heart. It is the revealing of
a thirst that this world can't satisfy. Satisfaction
comes through God and only through God alone.
He can provide what is the best for us, and He has
the best plan for us through the ups and downs in
life. It is inevitable that this life will give us a lot of
heart-aching moments, but if the blessing 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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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 life awakening, it is definitely going to be
worth it.
I remember that I shared in front of RJ’s people
that some of you are my inspirations to strive for
Christ. This means that there are others here in RJ
who are finding a burning inspiration to run with
God. I’m thankful because some of you have become my inspiration to continually walk with God.
I’m thankful that the leaders in RJ never cease to
surrender to be an example for the church. I pray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serve God, be accountable
for each other, grow in spirit, and be a healthy body
for God’s temple. There is one story I once heard
that even the devil worshippers are diligently serving their master, the devil, every day to find ways
to bring down Christ. Shouldn’t we stand united
together and fight this war with Christ? Even if the
world seems to be breaking apart by evil doing, our
God will ultimately win this war. It is written in the
very beginning and at the end of the Bible. In Genesis 3:14-15 so the LORD God said to the serpent, "Because you have done this, "Cursed are
you above all livestock and all wild animals!
You will crawl on your belly and you will eat
dust all the days of your life. And I will put enmity between you and the woman, and between
your offspring and hers; he will crush your

愛
的
門
二
零
一
五
年

8

head, and you will strike his heel." Jesus was the
offspring/descendant of Eve. Jesus Christ is able to
crush the head of the serpent but the serpent
(Revelation 12: 9 The great dragon was hurled
down—that ancient serpent called the devil, or
Satan, who leads the whole world astray. He was
hurled to the earth, and his angels with him.)
can only strike Jesus’ heel. Yes, Jesus died on the
cross but He rose again in three days. If Jesus
Christ did not resurrect, that would be truly be the
end of our world. The good news is our God won
and will win again! He gave us the access to come
before God that we have lived for ever since. We
should feel obligated to share this blessing with
people that yearn to know about Jesus. Pass on that
torch of light so that more people can be saved.
As I sum up the year 2015, I am ever thankful for
everything. God closed doors but also opened
doors that He wanted me to go through. Through
all these moments, I learned and strived to be
someone that God called me to be. And I believe
God will continue to lead in the year of 2016.I invite you all to continue to count your blessings that
God has provided and channel it as a reflection and
also a burning fuel to be passionate for God and
spread His good news in the year of 2016. If you
haven’t done so, it is never too late to start now.
Our God does great things, doesn’t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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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as New Year’s Eve and the Youth was going to
Oklahoma City to feed the homeless. I didn’t think
that whatever I contributed would be significant. I
just thought, “Well, I’m going to help a few people.” I didn’t realize that I was actually going to
change a person’s life.
I remember that it was me, Amber, Maelin, Victoria, and Auntie Meixiang in one car. Amber, Maelin, and I had already given away 2 bags of goodies
and were searching for more homeless people. During that time, we passed by a McDonald’s and noticed a man sitting outside of the building. After he
went inside, I thought, “What if he’s homeless? We
should stop at McDonald’s and ask him if he wants
a bag of food.” So then the 5 of us pulled up at
McDonald’s and me, Amber, and Maelin went inside and saw the man sitting at a booth next to a
window. I saw that he’d laid out a phone and a key
on the table. I think those were the only possessions he had. The three of us stood to the side for a
while because he looked like he was praying or
wanted some peace and quiet. When he lifted his
head, I said, “Excuse me, would you like a bag of
food?” He said, “I haven’t got any money.” I said,
“It’s okay, we’re feeding the homeless, and you
don’t have to pay anything.” He just nodded and
said, “If you don't mind, I’d like that.”
Then the 3 of us-Me, Amber, and Maelin-went
back outside to the car, got a bag out, and went
back inside. We walked up to the man and I set the
bag on the table. He looked at all of us and said,
“Thanks.” What he did next surprised me. He stood
up, spread his arms, and hugged me. I was really
shocked, but it struck me that this man might’ve
been praying for a blessing, and we were the blessing. The man then started crying, and he was crying
so hard that his body was shaking with every sob
that came out of him. I patted his back comfortingly. When he pulled away, he said, “God bless.” and
the 3 of us replied, “Happy New Year and God

Grace Wu

bless!”
As we walked out of McDonald’s and to the car, I
still couldn’t believe what happened. Later, I realized that even the smallest thing can change another person’s life, and that God does answer your
pr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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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感恩，以前我的认识是别人帮助了我或为我
做了某件事，我应当表示感谢，说声谢谢，我们
教育孩子也是这样。如果一个孩子对帮助了他的
人不说谢谢，我们都会说他没有礼貌。到底人为
什么要感恩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
节是这样说的：“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
耶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保罗在以弗所书中又
说：“凡事要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神”
（弗5：20）。可见感恩不是一个单纯的礼貌问
题，感恩是神的旨意，是每一个基督徒应当时刻
遵行的。圣经中有关感恩的教导真不少：我们要
因神的美善和慈爱称谢他（代上16 ：34；代下
20：21；诗118：29），要因神的恩典感谢神（林
前 1 ： 4），要 因 神 的 拯 救 感 谢 神（代 上 16 ：
35），要 因 胜 过 罪 和 死 亡 感 谢 神（林 前 15 ：
55~57）……要感谢神的事很多，总之我们要遵行
神的话，做到凡事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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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谢神对我的拯救和拣选。是神带领我
来到美国，认识了他，被他拣选。在神带领下，
我 女 儿 苏 映 来 到 美 国 读 书，认 识 了 神，被 神 拣
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她信主后，带我到教
会听刘牧师讲道，认识了神。感谢她送我圣经，
使我,回国后也能常一读神的话语，从而对神的认
识一歩步加深，最后被神拣选，认罪悔改，接受
耶 稣 基 督 为 我 生 命 的 主，感 谢 神！
在 被 神 拣 选 过 程 中，我 要 感 谢 刘 牧 师 和 师
母。2011 年 来 到 美 国 后，在 我 决 志 祷 告 前 几 个
月，师母每周都定时到我女儿家和我查经两小
时， 解答了我对神认识上存在的问题，最后带领
我做了决志祷告。我做决志祷告时，当年教会11

谭永淑

月的受洗班学习已经结束，刘牧师又在受洗前
一个周日，专门为我上受洗课，使我在对受洗
有所认识后参加了受洗。感谢神！感谢刘牧师
和师母！
我要感谢神的美善和慈爱。神的美善和慈
爱深深体现在弟兄姐妹对我灵命成长的关心和
帮助上。感谢富华帮我报名参加冬令会。感谢
陈涛，文雅和富华开车带我去参加冬令会，在
会 议 中 他 们 经 常 关 心 我，告 诉 我 小 组 会 的 信
息，要我注意安全等。第二次去冬令会时，天
气很冷，道路结冰很滑，到了会埸下车后，我
真有点寸步难行，是周渊拉着我，才走过了那
段 路 ； 会 议 休 息 时，雅 冰 和 佳 蔚 陪 我 到 处 参
观，谢谢他们。感谢陈涛每次都帮我报名参加
主日学。感谢陈涛，文雅几年来每周日早上接
我上主日学，在乘车过程中，还常常解答我读
经中的问题。他们对接我参加主日学这件事十
分负责任，当他们有事不能来接我时，会请其
他 弟 兄 姐 妹 来 接 我，并 告 诉 我 谁 来 接 我，师
母，Bill，玉 芝 等 都 接 过 我，感 谢 他 们！感 谢
Richard, 帮助我尽快地熟悉 对主的事奉。感谢
Peggy接送我参加迎新事奉。感谢玉芝和富华接
送我参加报佳音的事奉。感谢师母接送我参加
妈妈团契活动。感谢师母，锦云和刘牧师接送
我参加跳赞美操。感谢玉芝送我属灵书刊和在
我学习圣经上对我的帮助。感谢锦云送我福音
机和属灵书籍和资料。感谢富华从台湾带给我
敬拜诗集。感谢沈军送给我信息，帮助我学习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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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2001 年来到 美国，2003 年才信主
的。在未信主之前，我从来没想到将来我
会信一位神，一位圣洁、公义、慈爱、大
能的神。我很庆幸我当初没有硬心拒绝别
人邀请我来教会，也没有硬心拒绝去读圣
经。如果那样，我真是经历不到这位大能
的神的奇妙作为。在这十几年中，祂在我
自己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带领我、帮助
我。正如诗篇28篇第7节：“耶和华是我
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祂，就
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
赞祂。”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想分享， 不
过在这里我先和大家分享最近发生的两件
事情。
11/12/15 星期四

经历神奇妙的带领

明天（星期五）是我要完成10月份报表并上报
的日子，所以今天要将该记账的记账，该平衡、核
对的都要做好。当我在平衡我们投资软件报表与会
计系统的余额时却怎么也对不上。今天下午我已经
查了两遍了，到5点半该下班的时候还没有查到问题
在哪里。我心里开始有些慌乱，因为如果对不上，
投资的收益就没法记入会计系统，第二天的报告就
无法按时报出。我就给陈涛打电话，告诉他自己先
做晚饭、吃饭，不要等我了，因为我不知道几点才
能回家。
打 完 电 话，因 为 已 经 忙 碌 了 一 天，感 觉 很 疲
惫，于是想着应该去洗洗脸。 在洗手间一边洗着手
和脸，心里有感动，觉得应该祷告一下。于是默默

赵文雅

地求神来帮助我。之后回到办公室，继续查找问
题所在。大概过了十来分钟，突然就发现了问题
出在哪里。修改了之后，两个系统的数字就一致
了。我心头的压力一下子就卸下了。几分钟之后
给陈涛打电话，告诉他我在回家的路上，他很吃
惊地对我说：“我以为你怎么也得一两个小时或
更长时间才能回来。”我告诉他：“我刚才向神
祷告，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就解决了。”他在电
话那边说：“哎呀，你怎么不早点祷告呀！”我
听了也觉得很对，“就是啊，我怎么早点没想起
来呢？”所以说我们人啊，常常想依靠自己，忘
记了向神祷告。
9/18/2015 星期五

经历神医治的大能

今天做了个小手术，切除了额头上的黑痣。
手术经历了40多分钟。陈涛开车载我回到家已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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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了。因为手术时注射的麻药还在起作用，所
以也没什么感觉。还帮陈涛准备了拿到傅老师
家参加小组聚会的饭菜。
七点钟陈涛去参加小组聚会了。我自己吃
晚饭时开始感觉额头隐隐作痛。晚饭过后打开
电脑复习CPA的时候，头痛愈加厉害了。开始
时还能忍着学一会，后来就实在忍受不了了。
不得已关了电脑，想着看会儿电视剧什么的，
分散一下注意力或许会好一些。用iPad看了一
集之后，疼痛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愈加厉害，
头好像要裂开一样。我真想用手使劲敲打自己
的 头，甚 至 想 打 电 话 叫 陈 涛 回 来 照 顾 自 己。
“或许我应该看另外一个电视剧吧！”我这样
想着， 就开始找新的电视剧。但这时候我突然
意 识 到，为 什 么 要 依 赖 这 些 来 减 轻 自 己 的 疼
痛，为什么不求告神呢？神愿意做我们随时的
帮助。为什么不去求神的大能彰显呢？我立刻
关上iPad，闭上眼睛向神祷告：“阿爸天父，
求 你 怜 悯 我，我 的 刀 口 很 痛，我 自 己 无 法 忍
受，求你帮助我，除去我的疼痛，让我经历你
医治的大能。”我感觉还没有祷告完，疼痛已
渐渐离开头部，自己也要昏昏欲睡了。我赶紧
提醒自己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

完之后，自己很快就睡着了，没有感觉任何痛
苦，睡得很香甜。直到陈涛回来叫醒我，问我
怎么样，我就和他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他就和
我一起祷告，感谢神。那时，我还有些担心，
因为刚刚睡了两个多小时，可能要睡不着了，
那 岂 不 是 也 很 难 受 吗？没 想 到 一 翻 身 又 睡 着
了，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九点多才醒来。感谢神
的医治，这都是神的恩典！
当然我并不是说，每次我们向神求，神都
会医治。如果那样的话，我们每个人都不会经
历死亡了。神医治，我们感谢神；神没有医
治，我们也顺服祂的带领。我知道神时刻与我
们同在，我们需要做的是，凭着信心向祂来祈
求，祂会赐给我们最好的，祂所赐的超过我们
的所求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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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
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耶利米书 29：12-13
在这感恩的季节里，我感恩我的生命中有他——我
的主。
我感恩我能一生追随他——我的神。我要数说在这
一年里上帝的恩典，听祷告的神在我生活中显现和奇妙
的作为。
我是去年12月来到Edmond, Oklahoma的，当时我
们在网上看到一个华人教会。星期天早上，我祷告说：
“上帝啊，由你带领我们去找教会，因为你的智慧高过
我们的。”上车后我先生把那个教会地址输入GPS，他
说：“Oh，it’s very close to my home, 3 miles. OK, let’s
go.”我们没想到，我们转来转去，并且询问他人，还
是无法找到那个教会的地址。于是我们就近转入一个停
车场，停车重新查看，惊喜出现在我先生的脸上。“I
find another church close here.”果然，一分钟后我们就
看到了“爱的门教会”。“Oh，Thanks God！”我们
同声说。上帝的带领真的很奇妙。“爱的门”，多好的
一个名字，我们兴奋的走进了教会。这小小的教会，让
我们觉得很温暖，有一种家的感觉。我感叹的说：“上
帝是如此的了解每一个人，能把每个人的心思意念刺透
辨明！感谢主！”
“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
——马太福音21：22
一个主日，Cindy姐妹见证了她考驾照的笔试过
程。她的祷告，上帝的成全。上帝感动我，让我会后马

文娟 Angela

上去找Cindy姐妹咨询。Cindy姐妹的热情帮助和
鼓励给了我莫大的动力，她还给了我复习的资
料。可是我的英语实在是太差，两星期过去了，
我还是无法记住和掌握这些题。我先生说：“我
建议你去休斯顿中文驾驶学校学习，然后在那里
完成驾照的领取。”我心想等他有时间不知何年
何月呢！我说要在这里尝试一下再说。在这里我
可以多次经历它（笔试）。
说干就干，我约刘师母，让她帮助我一起了
解这里的笔试过程，并熟悉一下电脑考试的方式
和内容，自己掌握多少心中有个数。清晨，我祷
告说：“上帝啊，今天我想去初次了解和熟悉，
因为我心中实在是一点感觉也没有，求你与我同
在，帮助我加深印象、熟悉试题，如果今天通过
的话那完全是你在为我答题，那一定不是我。”
9点师母来接我，她为我办好一切手续，一切
都很顺利。那天只有我一个人考笔试，工作人员
说可以进行了，师母要离开。哇！我心怦怦跳的
厉害，我完全不知如何进行。因我不认识它们
（英文），我又祷告：“上帝啊，我的神哪！求
你帮助我”，立刻心就安静下来，开始认真看
题。哦，我认识它们了。但，我每答一道题都祷
告并感谢主！不一会儿工作人员说可以了，你通
过了！哇！过啦！一切荣耀都归我的主，是他的
作为，那一定不是我！
回家后，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先生，他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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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我把证件给他看，他呆了，说：“God is

證

amazing！”三个月后，我对先生说我想去参加路

主

考。那天他正好休息，他说他陪我一起去。我

恩

一早6：30就去排队，因我之前已有了解，一早
去排队，也许可以当天能够得到考试（路考）
机会。我先生为我祷告。我被安排在下午。2点
我们准时来到停车场。但是考官的话我一句都
听不懂，当然我有更大的、更权威的大法官，
我的守护神，我的阿爸父啊！真的，我不紧
张，好像都懂。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回到
停车场，最后考官说：“Pass！”我问先生：
“I don’t know. He said pass.”他说OK了。哇！
过啦！
感谢主啊！一次过啦！奇妙的上帝！奇妙
的作为！这一切的一切，在我是无法想象的！
但是我们的全能者，在他是没有难成的事！

愛

神的医治
见证我们的主，在我家小外孙身上的奇妙
的医治。我的外孙今年暑假从中国一个人来到
美国。他今年10岁，英文名字叫“Peter”。我
们的感情特别好，我很爱他。但是我发现他有
一个很奇怪的毛病，经常抖动着他的脑袋，可
以说分分钟都要抖，非常厉害。教会姐妹也看
到了，对我说：多好一个孩子，怎么有这个毛
病？什么问题，是否需要看医师？我就与小
Peter的妈妈打电话，告诉她儿子的情况，她
说：“我知道的，很长时间了，没办法，说不
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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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我要请求我的主，他是万能的主，
他能使瞎眼看见，可以让死人复活，他是我们
的救主，耶稣基督。我就与小Peter谈话，告诉
他：“上帝是可以医治你的。”
上帝说：“你的信救了你！”
——马太福音9：22

“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马可福音9：23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
——约翰福音20：29
通过学习上帝的话语，他坚定的告诉我：“我
相信！”好，你相信就和我一起祷告，有时候
我一个人为他祷告。就这样每天祷告，约一个
月时间，小Peter的怪毛病完全消失，痊愈了。
感谢主，他是听祷告的主！
God is great. God is ama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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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期间，我们一家到了达拉斯。就在我们
刚从达拉斯市买好晚餐，正准备启程回爱的门
的时候，路上却突然刮起大风，天空被团团乌
云笼罩，漆黑一片。我们开了没多久，就下起
了大雨，由于雨势太大，造成能见度很低，所
有车子都以龟速在缓慢行驶。我们于是打开电
台收听气象预报，得知达拉斯有龙卷风预警，
我和太太就带领两个孩子一起祷告，祈求神保
守路上的平安。
由于不是当地居民的缘故，气象预报对我
而言没有丝毫的帮助。因为我根本就不清楚所
在之处是否就是龙卷风发生的区域。虽然我们
做了祷告，但我的心仍然没有安息，我的眼目
仍注视着沿途的街灯。依据个人经验，若街灯
闪个不停，就说明这个龙卷风可能就在不远
处。后经太太的一番提醒，告诉我既然已做了
祷告，就应信靠交托。这时我的心才得了平
静。
感谢神的保守，我们终于平安开离了暴风地
带。在这时候，我和太太发现两个孩子竟睡着
了。待他们醒来，太太便问儿子道：“敬谦，
你是否祷告后相信神必保护、看顾，就安心睡
觉了呢？“ 敬谦就用肯定有力的语气回答到
“是的”。
儿子坚定的回答，顿時让我觉得羞愧。自以
为父亲应是扮演着教导孩子的角色，没想到今
天却从年幼孩子的身上学习了一个宝贵的功
课。孩子教会了我什么是真正的信靠与交托。
这让我想到常常在自己祷告后仍不得安息的缘



朱国辉(口述)

张瑞珊(整理)

故。原来就是自己仍然紧紧的握住问题而不愿
松手，没有将它全然留在神施恩的宝座前。祷
告完后，又把问题带了回来。
虽然信主已有好长的一段时间，今天却发现
自己对神的信心却是那么的小。马太福音18章2
-4节：【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
们当中， 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
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
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
大的。】其实神所要求我们的，就是像小孩一
样有个单纯的信心，就像孩子信靠自己的父母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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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前年9月抵达美国，来到奥克拉荷马
的Edmond，稍稍安排好生活与学习之后就到爱
的门联合卫理教会参加敬拜活动了。直到去年
11月22日受洗成为主耶稣基督大家庭里的一份
子，一个新造的人，非常希望与大家一同成
长，共沐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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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主之前，我是带着曾经被灌输了无神论
与“科学”的意识形态来到这个友爱的宗教场
所，自诩具有独立思考的冷静旁观态度，在整
个崇拜活动中，内心充满着复杂的纠结与抗
拒，也有希冀，有惊讶，有难忘，有感动。记
得第一次听教堂的圣诗颂赞救主耶稣基督，诗
歌如此美妙，词句真切，发自肺腑，叩人心
扉，尤其当全体起立齐唱“三一颂”的时候，
我已经难以抑制崇拜的俯伏之心，让满眼热
泪，盈眶而涌，恣意流淌，这是我从未有过的神圣体
验。原先敬拜之前对宗教的排斥和疑惑，以及自认坚
固的心理防备顷刻崩塌了。置身其中的我不由得在
想，上帝应该就在这里，耶稣基督也在你我身边，当
颂赞的诗歌声在主的殿堂响起，圣灵正汩汩地浇灌着
每一个敬拜者的心田。而且，这里的氛围洋溢着活力
与温馨，真诚与谦让，友善与敬虔。必须承认，我立
刻就喜欢这里和希望融入其中。
虽然被无神论与唯物主义、进化论等几十年浸淫
与灌输而筑起的看似巍峨的思想长城，在教堂美妙圣
洁的颂赞歌声与祈祷祝福声中轰然坍塌了。但是，在
心中新建一座基督圣殿也绝非易事，我倾听牧师的讲
道，耗费漫长的思绪来追索基督的脚步，盼望圣灵持
续充满与灵命成长，同时，热切希望与大家一同努

 杨东宇

力，让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坚定前行，在真理的认
知中不断奋进，在生命的体验里彼此相助。
以下是我如何经过漫长的心里挣扎与跋涉，从
一个幼儿孩童在不知不觉中享受主耶稣的大能护佑
和时常显现的神迹，成长为心悦诚服地领悟主耶稣
的信实和爱所带来的那些“奇异恩典”，后来甘心
顺服、毅然受洗，接受基督为我生命的主和个人的
救主，并且愿意将自己完全委身于神和教会，享受
敬虔的生活和履行当纳奉献的简短故事。今天，我
非常乐于在教会做此见证，与大家分享主耶稣带给
我的启迪与改变。祝愿普天之下仰赖耶稣圣名者更
多，坚固基督信仰者更盛，愿耶稣基督的爱充满所
有人的心。

当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约一岁半，不幸被
开水严重烫伤，从头到脚大约20%的身体面积23度烫伤，那时我们家所在的医院烧伤科刚刚成
立，几乎没有治疗烧烫伤的经验，记得自己傻
傻地呆望着病房淡绿色的天花板，有一次，医
生马伯伯与父亲走进来给我治疗，马伯伯竟然
拿了一把很大的木头玩具刀送给我，嘴里还哼
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而他们有
时观察创面时交流治疗情况的神情和语气，虽
然听不懂却能感到些许不详。据说，当时我很
乖，很少哭闹，但创面感染没有全部控制，医
生建议移植皮肤，被父亲很坚定地拒绝了。就
这样，很快我被带回家由父亲以他的博学、胆
识和信心来治疗，他遍查资料，寻访高人，留
意验方，感谢神！最后父母用自配的民间秘方
（香油、蛋清和城墙上的老石灰）和悉心照料
奇迹般地完全治愈了我。除了永远留作纪念而
且位置还算合适的疤痕，（如果在脸上的话，
恐怕到现在都不一定能找到老婆呢。）没有任
何功能性障碍，到现在也似乎还没有后遗症的
征兆。我当时烫伤创面如此严重，理论存活率
只有1%，而且医疗条件很差的情况
下，竟然完全康复，感谢父母的智
慧与爱心，他们创造了奇迹。感谢
神的拯救与大能的显现！
大概5或6岁时，有一天幼儿园
午睡时间，躺在床上闲来无事，我
拿出前一天捡的一个残余电焊条
（covered electrode），约2-3厘
米长，含在嘴里玩耍，突然那节焊条一下掉进
我的喉咙，我不敢咽下去，也完全吐不出来，
由于恐惧更不敢大声地努力干呕了几次，毫无
结果。巨大的死亡威胁使我更不敢呼叫幼儿老
师，只能静悄悄躺在床上，仰望雪白的天花
板，无奈地盘算还能如何摆脱困境，也在心中
煎熬地闪过自己死后的情形。不用说，我是不
想死的，可是现在除了死我还能有什么办法
呢？一时间各种荒诞的想法和疑问都挤进头脑:
仿佛看到为了救活我，父母给我做手术，切开

見

了我的肚子，不能往下想了。重新换一个可能
性，还能有办法吗？父母会不会因为我死了而
很伤心呢？我还这么小难道就要死了吗？还有
很多好东西没吃过呢？内心如此翻腾，可还是
害怕老师批评与惩罚仍然不敢惊动老师，也不
愿睡着的小伙伴被我惊醒，害怕以后他们不跟
我玩耍；我该咋办呢？短短生命中经历的事
情、见过的面容，全都呼啦啦涌到我的眼前，
谁能救救我呀？除了心里无助的挣扎，还能做
啥呢？好像记得我当时没有哭，就这么内心挣
扎着、恐惧地在床上辗转反侧，许久之后恐怕
是累了，就在恍惚间睡着了，突然，那节焊条
似乎从喉咙移到了嘴里，我立刻就惊醒过来，
侧着头张开嘴拿出折磨了人的焊条。无比轻松
的感觉立刻释放出来又注满全身，仿佛自己轻
轻地飘在空中一般，我闭上眼睛享受了一会儿
出生入死的快感，慢慢沉浸在那种快感之中沉
沉地睡着了，直到后来被起床的铃声叫醒！经
历这些时年纪太小，不知道当时如何能化险为
夷，只是朦胧地感觉有神秘力量相助。而现在
我愿意相信，是主耶稣在天上看顾并为此做工
的结果，所以，我要感谢称颂
赞美主！赞美主的大能！
转眼间我就在中国大动荡
的1976年上小学了，那一年的
唐山大地震，政坛大换班，学
校教育渐入正轨，1977年高考
也恢复了。我们的老师开始从
教导学工学农逐渐转向学习文
化知识了，并指明我们的目标就是参加高考，
考上大学，“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
斗”！但是，课堂上的仇恨教育依然没有减
少，一次班主任赵老师在课堂上宣讲伟大祖国
的强盛和美帝国主义的反动腐朽，竟然绘声绘
色地揭露教会与神父的罪恶，她说以前的宣传
展览里展示过，“解放前，在旧中国的教会
里，那些神父专门吃小孩的心脏，吃过小孩的
神父的眼睛是红红的，有血丝。解放后，教堂
的木地板被掀开，下面露出层层的小孩儿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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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听得我当时毛骨悚然，印象深刻，至今
难忘。这个编造的恐怖故事是我在小学得到的
教会与基督教的最早“启蒙”，那时心中怀着
对宗教尤其基督教深深地惧怕与厌恶，甚至把
十字架当成恐怖与死亡的符号。
整个小学阶段，我经常有一种奇异的体
验，就是每天躺在床上临睡之前，当天所有发
生的事情，听到的讲话，看到的人，会一件一
件在头脑中自动快速播放，历历在目，经久不
忘。每天发生的突发意外事情，几乎都有在前
几天晚上闪过该事件的预演片段，类似于预言
或启示的应验一般准确，以至于只要是意外事
件，我都会翻查记忆，找到或早或晚的预言情
景并验证再现，冥冥之中感到有某个神秘的人
或力量支配着我生活中经历的一切。这经历使
得我坚定地相信预言和启示是真实无误存在。
直到上初中一年级的某天晚上，跟父亲讲述自
己这些奇妙体验，列举若干例证，而得到的答
复却是，“无法解释”，我心目中百科全书般
博学的父亲平生第一次居然不能解答我的问
题。这让我很失望，不过，父亲还是安慰地
说，希望我能锲而不舍地思考，将来一定会有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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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始终苦寻未得答案，直到蒙恩
受洗，成为“新造的人”，我才领受了耶稣基
督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正如祂说，“我就是
道路，真理和生命”(约14：6)。现在答案自然
揭晓，一切释然，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稣基
督的看顾，所有我经历无法解释的现象，不过
是宣昭耶稣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以及祂大
能的彰显。

二
零
一
五
年

18

在内心孤独中成长与思想迷茫中探寻是我
中学时代的写照，记得有一次借得一本通俗读
物《圣经故事》，书中的描述与讲解令耶稣基
督的身影浮现眼前，五饼两鱼，分开红海，童
女生子，最后的晚餐等故事使人浮想联翩，但
当时我只是把祂当作某个外国的神明，并不懂

得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以后陆续
从电影电视上看到哥特式建筑的教堂尖顶与穿
着黑袍戴着十字架的教士等等丰富了一些表象
认识，但是，对教会历史与耶稣的认知程度基
本没有超过《圣经故事》，即使如此，也对小
学老师所讲“吃小孩心脏的神父”的真实性产
生了极大怀疑与否定。《圣经故事》让我知道
神的话语就在《圣经》中，继续认识耶稣就需
要读他的话，遗憾的是，那时我根本无法找到
一本《圣经》。
高中阶段，有两件事情密切相关我前面所
讲的启示或预言。记得高中一年级的冬天，我
们在操场上一起踢足球，奔跑中我突然绊倒
了，后面一个同学紧跟着的也重重地摔倒在我
身上，当时分明听见胳膊骨头断裂的咔嚓声，
校医也认为骨折了，听同学们说我家就在医
院，干脆简单固定之后打发同学们送我回家。
在医院骨科，读片灯上我的骨折X光片把影像清
晰地显示出来，治疗步骤简介，先注射麻醉
药，等麻醉起效之后，骨科医生张叔叔与父亲
一起拉着我的胳膊进行按压复位，其间我再次
听到骨头折断的恐怖咔吧声。在整个治疗过
程，我完全没有疼痛，没有心情紧张，就像这
一切都发生在别人身上。很快伤臂石膏固定
后，我缠着绷带独自回家了。
独臂的不便很快就显露出来，我沮丧地坐
在桌子前双眼无神茫然地望着灰蒙蒙的窗外，
那骨头断折时发出的咔吧声又顽固地耳边萦
绕。忽然，如梦境飘过眼前，所有刚才经历的
场景又重新一幕幕快速浮现脑际，并提示我这
一切在以前的梦境或恍惚中真切显明和启示
过，就像以前多次经历的预言成真，启示呈现
一样毫无二致，确信不疑。似乎有声音从空中
对我说，无需担心结果，发生的一切都在意料
之中。
尽管启示显现不需担心后果，但是接下来
忍无可忍的疼痛煎熬必须一天一天度过，度日
如年的感觉丝毫都不夸张，好在每次启示显现

之后立刻信心满满。凭着这
般神赐的信心和启示，我艰
难地熬过了难以形容的肿
胀、酸痛而无法睡眠的最初
两周，并且，信心还帮我胜
过了以后数周愈合时难以名
状的奇痒，凭着如此痛苦煎
熬中的经历与体验，我确信
有一位神一直以来都在成长
道路上伴随着我，不断用恍
惚又清醒，飘忽又确实的启示，加添我克服困
难的坚毅与处乱不惊的冷静。每次醍醐灌顶、
细节清晰地显露预言或启示之时，心中释然，
眼前大放光明，事无巨细，皆洞若观火，有时
我甚至悄悄期盼此情此景能够重现一次，但从
来也没有过。这使我隐约感到神的意志不会以
人的喜好而改变，当遇到生命中的重要阶段与
关键事件，神自然就会指引方向，启迪智慧。
虽然我不知道这位神是谁，但是，我已经坚信
存在一位主宰着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神。
另一件意外事情发生在高中2年级的暑假，
一次在外面游泳回来，在我家楼下的路上，我
被一位漫不经心提着一大壶开水的人烫伤了左
小腿，这次是2度烫伤。父亲照例对我进行卓效
而专业的家庭治疗和护理，欣慰感激之余就是
把自由的暑假变成困在躺椅上无奈消磨的30个
疼痛相伴的日夜。这些显明的启示依然强烈而
清晰，从第二天起到完全康复，各个启示场景
连续不断浮现。有一次，父亲正给我治疗，那
种启示场景忽然就显现了，我很急切地描述给
他，父亲平静地说，你既然能预感为啥不能提
前阻止它发生呢？我一时语塞，父亲说的对
呀，我何尝不这样想呢。为什么预言和启示不
在事情发生之前显现或预警从而避免后果出现
呢？事件既遂再给我警醒启示到底又是为什么
呢？我百思难解。接下来的躺椅上的无聊漫长
日子给我读完了2摞书籍的机会。现在想来，也
许神的美意正是用这样的磨炼方式来预备，让
我有更多时间读到更多的书吧。感谢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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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学第二年级
的圣诞节前夜，
一位女同学提议
去市中心的一座
教堂参加圣诞节
庆祝（不用说，
大家也该猜到这
位女同学就是妻
子卓葵），这是
我第一次进教堂，由于我们到达时仪式已经开
始了，教堂里的挤满了人，又灯光昏暗，各种
声音嘈杂鼎沸，完全没有想象的尖顶宏大高阔
的教堂的影子。很快崇拜与唱圣诗庆祝仪式在
我们还没有搞明白之前就结束了，随着汹涌的
人潮涌出了局促的教堂，一切都淹没于深深的
夜色中。这次经历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没
有难忘的记忆和神圣的宗教体验，只记得在教
堂分发2个橘子，很甜。但是，小时候老师渲染
的教堂之阴森与地板下埋藏小孩骨骸的恐怖故
事，以及红着吃过人眼睛的教士形象，一下子
都烟消云散了。原来，谎言需要时间来揭穿，
并且破灭的谎言让传播它的人也无处遁形。
能够到美国亲身体验书本与影视之外的真
实美国一直是我成长中的梦想，但是，20多年
以来只有1992-1993年我感觉距离美国并不遥
远，那时父亲在德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
心作访问学者，我在国内读研究生，偶尔接到
父母从美国打来的电话，收到休斯敦寄来的信
和照片；同时，又感觉距离美国那么遥远，一
封信需要10天甚至2周才寄到。更遥远的事实是
在此之后多次到美国的希望和努力，均遭受挫
折和失败。以至于家人曾经开玩笑说，以我对
美国的了解，如果没有去过美国，简直太可惜
了。事实上，随着生活、就业、结婚、生子的
家庭重担不断增加，我的美国梦越来越渺茫，
似乎注定无望实现之时，通往美国的大门却突
然打开了。2012年我参加教育部出国培训，
2013年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2014年终于全

主
恩

愛
的
門
二
零
一
五
年
19

見
證
主
恩

家抵达美国，与在座各位一起住在这个安详、
清洁、美丽、温馨、舒适的埃德蒙，梦寐以求
在即将熄灭之时一下就能真切变成如愿以偿
了。我只能说，感谢赞美主赐福一切！
（其实，我从小就对美国社会、经济、军
事、政治、文化等等具有浓厚的兴趣，通过阅
读分析大量文献资料，观摩几乎能找到的美国
影视、新闻等视听资料，甚至还预测过克林顿
与奥巴马当选与连任，伊拉克战争快速结束方
式和萨达姆的被俘，塔利班政权的覆灭，本.拉
登最终的灭亡命运等。当911事件突然发生的当
时，我就看到凤凰卫视插播的CNN直播，并且
关注凤凰卫视连续72小时的实况转播与跟进报
道，而我则是一个持续36小时彻夜不眠的观
众，然而，包括中央台在内的全国所有电视台
都几乎保持沉默，只有上海卫视偶然转播40分
钟后停止了。根据新闻报道，我预感布什总统
肯定会针对此次恐怖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给予
一场反恐战争的回应，不久阿富汗的反恐战争
开始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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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这里以后的故事大家有目共睹、也彼
此分享过许多共同经历，这次见证让我有机会
回顾决志受洗前后的过往。重拾儿时的记忆，
回望自己与主耶稣之间的多次神交，虽然过去
遇到很多艰险的时候我并不认识主，却蒙受祂
的大能相助次次摆脱险境，我甘愿俯伏在主脚
下，真诚事奉，信靠救主。相信耶稣大能显现
之时，正是我们克尽艰难之日。衷心赞美感谢
主!
感谢主让父母带我来到这个世界，虽然给
我太多磨难与试炼，却每每呵护，让我从苦难
中得以成长，愿主让圣灵充盈我的头脑，指引
我的人生，满溢大家的福杯，恩惠努力后的报
偿，加添我的使命，坚信凡我所得必是主的恩
赏，感谢赞美主!
感谢主的不离不弃，感谢主带我来到美

国，感谢主不断差派众多可敬可亲的使者，陪
伴我们度过美好的时光，帮助我们克服诸多的
困难，与我们分享生活的喜乐。在此，我代表
全家深怀着感恩的心感谢他们，感谢刘牧师与
师母伉俪（刘牧师每次都在最后排队领餐的身
影令我感到，时刻警醒要心怀谦卑），感谢锦
云姐与陈老师伉俪（锦云姐是主派来我们家的
天使，她让刚刚遮蔽我们家的阴云顷刻间阳光
灿烂），感谢Pastor John伉俪（因着Pastor John
的施洗我才成为主耶稣的仆从），感谢陈涛和
文雅伉俪（他们给我们全家都带来了无穷的喜
乐），感谢李医生与Peggy伉俪（刚刚到这里时
的肩痛得蒙李医生的回春妙手），感谢曾医生
与陈颖伉俪（我父母在这里期间承蒙邀请到贵
府聚会，给父母带来很多欢乐），感谢傅老师
与张慧伉俪（傅老师的一再宽容期限才使得这
次见证的能够字斟句酌呈现给大家），感谢庆
福与礼聪伉俪（由于我的疏忽，本该是我们负
责到China King拿饭菜的义务庆福主动承担下
来，急人所急），感谢Scott & Dana伉俪（每周
二晚间Bible Study的颂赞歌声与吉他伴奏，令
人感动），感谢Ron和Sally伉俪，感谢Chock和
Sandy伉俪，感谢国辉和Esther伉俪（很多车辆
的疑难问题他都手到病除），感谢Peter和燕昊
伉俪（寒冷冬夜里高举着手电筒指挥疏导车辆
的样子很有特色），感谢刘涛和喜红伉俪（刘
涛给大家提供的准确实用的购物打折信息应该
很多人都是受益者吧），感谢徐刚和维青伉俪
（徐老师的美妙男中音具有独特穿透力，多远
都容易辨识出来），还有感谢富华姐（总是能
看到她忙碌的身影与爽朗的笑声），感谢陶涛
姐（每次聚会都能享受到她意外的美味饕餮大
餐），感谢Michael弟兄，等等，感谢教会中的
每一位弟兄姊妹，感谢大家！还要祝福李放与
琼琼夫妇（他们正沉浸在喜得贵子的巨大幸福
中），让我们共同赞美主！让所有人都沐浴在
主的奇异恩典之中！
感谢赞美主！愿上帝保佑大家！阿门！
2016-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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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主内平安！
感谢神，将我再次从德州带回到娘家爱的
门教会，让我能够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今年暑假
神对我和我的一家奇妙的带领，并再次感谢暑
假期间各位为我们的短宣和为我家人的救恩切
切祷告的各位，谢谢你们！
感谢神，去年年初（2014年1月），在刚刚
进到神学院读书后不久，就得知学校附近有个
美国教会，每年两次差派学校的教授们去中国
短宣，希望通过对当地家庭教会的牧者领袖进
行正统的神学训练，来帮助在国内的弟兄姐妹
们灵命进深。但是因为教授们都不会讲中文，
所以他们需要学校里面会讲中文的学生帮忙翻
译。于是今年暑假，我有幸参与到这个短宣团
队当中，和他们一起回国。
首先要感谢在OKC的小阿姨帮我买到超便
宜的往返机票。然后非常感谢神的是，其实这
个短宣团队本不需要我的加入的，因为整个团
队里面只有我一个姊妹，我的加入使得他们需
要单独给我多预备一间旅馆的房间，但是他们
还是非常乐意的把我接纳进他们的团队当中
（They treated me like a queen :P）。也很感谢神
的是，上个学期我修课的教授们都积极支持我
们的短宣，他们不但为我们祷告，还很爽快的
同意我请假一周，甚至还让我提前考了final，
让我可以一身轻松，了无牵挂的回国。若非
神，这事必不能成。
我离开美国的那天是周五，虽然从周三就

开始收到天气预警，说周五会有雷阵雨甚至
tornado。但是感谢主，我走的那个时间段，虽
然天气不甚晴朗，但没有下雨，飞机可以正点
起飞。不单感谢主保守我可以一路平安的回
去，更感谢神让我在飞机上有机会给旁边的人
传福音，而且他是看到我在看圣经，主动问我
的J。同时也要感谢神为我预备的一切，通过神
学院的同学，她在上海的姊妹不但乐意在短宣
期间帮忙照看我的两大箱行李，更是帮我借到
了手机，还帮我办了电话卡，充了话费——短
宣期间不可以用自己的手机，你们都懂的~~~
很感谢神，这次回国一点时差都没有，休
息一晚之后，第二天我们的三人小团队：负责
讲课的Dr. Smith, 负责带领唱诗和拍照的Mark
同学还有我，就出发去了山东省。四年没有回
国了，祖国的变化真的很大，但是感谢神的保
守，我们一点culture shock都没有，就像我在神
学院的教授说的，culture shock is unbiblical if
you are really doing God’s mission, because He
will get you prepared.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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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的第一个教会在山东聊城。这是我人生
中第一次做口译，想六年前我刚刚来爱的门教
会的时候，看到陶涛姐和玉芝姐的翻译，当时
我还在心里想呢，哇，不晓得我什么时候能够
翻译的如此流利。真的是感谢神，在这六年里
面慢慢的预备我，让我在各样的能力上不断长
进，能够更好的来为主做工。也很感谢当地教
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有特别为我的翻译祷
告，让我因着他们的祷告，能够有从神来的能
力，把Dr. Smith所讲的内容流利的翻译出来。
若非神，这事必不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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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就能深入浅出的把哥林多前书讲
得淋漓尽致。若非神，这事必不能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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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上课就从早上8:30一直到下午5点，
除了翻译上课还要翻译问答，在就餐时间当地
教会的牧者同工们也不放过机会，问了好多问
题，一直聊到晚上7点。累的我，一回房间就趴
床上跟死了一样。但是感谢神赐我小强
一般的身体，从第二天开始我就又活蹦
乱跳恢复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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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在聊城的课程之后我们就去
了济南，除了照常给一个教会的弟兄姐
妹们教授释经学和旧约简介之外，Dr.
Smith还被额外安排了两个任务：一个
是在晚上7点到9点给另外一个Group过
一遍旧约，还有一个是再为另外一个
Group过一遍哥林多前书。哇塞，若没
有圣灵加添力量，我真心不认为我们可
以在需要翻译的情况下在两个小时之内
过一遍旧
约，但是我们居然
做到了，不是我们
做到了，而是靠着
那加给我们力量的
做到了。更重要的
是，听课的弟兄姐
妹们都听懂了。而
且Dr. Smith，作为
一位旧约学者，在
预备了两三天之

回顾整个短宣的过程，感谢诸位
弟兄姐妹为我们的祷告，我们小组一
路都非常平安，没有任何突发状况。
我真实从国内的弟兄姐妹们身上见到
了他们学习圣经的热情和对真理的渴
求，也通过Dr. Smith看到主的仆人谦
卑的样子，也从Mark同学身上学到要
随时随地传福音，为失丧的灵魂迫切
祷告。感谢神，虽然短宣期间很忙很辛苦，但
是我们还是能够有机会外出游玩，领略大明湖
风光，品味英雄山东文化，顺便给路人甲乙丙
还有店铺老板传福音。

感谢神，在结束了为期两周的短宣之后，
我就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中，见到了四年未见的
父母，能够有机会给他们传福音以尽孝。更感
谢神的是，在我回国之前祂就分别为我预备好
了在东莞和武汉的教会，且差派好多弟兄姐妹
来给我的父母亲人传福音。感谢主，在武汉的
时候，妈妈就跟着我一起去了教会；而且一位
在基督工人中心认得的，后来回来武汉工作的
姐妹和她的妈妈也特别请我妈妈吃饭，给她传
福音、作见证。而且在武汉的教会还有举办布
道会，感谢神，我的舅舅舅妈还有大学的同学

都有去听。
神对我们一家的爱更是在端午节的那个周
末得以淋漓尽致的体现。我们全家受邀去香港
参加我在神学院的同学的婚宴。感谢神，我一
位刚刚毕业才回到香港不久的学姐，放下她十
年未见的、尚未信主的家人，在端午节那天陪
着我们一家逛了一整天；那天晚上，另一位在
神学院的同学和她的妈妈也从繁忙的志愿者事
工中抽空出来和我的家人吃饭，给他们传福
音。能够在美国德州之外的地方见到同学，感
觉真的很奇妙呢。虽然那天晚上在旅馆，我因
为建议第二天主日去教会被老爸好一顿数落，
但是第二天一早，他们还是乖乖的跟我去了教
会。传福音，尤其是给家人传福音，一定要厚
脸皮才行。感谢神，这是我们全家第一次一起
去教会，我相信以后一定还会有更多这样的机
会的。当晚的婚宴也是以传福音为主的，新郎
新娘都有分享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奇妙作为，而
且新郎还特别安排我们一家和他教会的牧师坐
在一起。神对我们一家的爱真的是长阔高深。
若非神，这事必不能成。

見

真心的彼此相爱、坦诚对待。在我离开中国的
前一周，他们还特别做菜带来我家，和我妈妈
分享他们的见证，并都加了我妈妈微信好友，
以便长期分享福音。我有什么能够报答神对我
和我家人的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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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今年主恩满溢的暑假，我无比感谢各
位弟兄姐妹们的代祷，更感谢神对我和我一家
的爱，愿一切的颂赞荣耀美善都归我主我的
神！

感谢主，在东莞的弟兄姐妹们也是和我一
见如故，这正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们一个最为
动人的地方，就是哪怕是第一次见面，因为同
感一灵，大家就可以比家人还要亲密，而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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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脾气很坏也很急，并且个人的生活习惯也

一、还没有信主以前

不怎么好。我还知道很多信佛的人跟我类似，
成长在佛教家庭的我，从小就被好几个寺

他们的脾气，与人相处，和他们的性格，都不

庙里的师傅看中。可能是因为我的（小聪明）

是太好，他们脸上有股没有发出来的气，让人

或者其他的原因，都说我与佛有缘有悟性，他

看了都害怕。我的这样的经历太多太多了。

们想让我留在庙里面学习。我印象最深的是曾

2006 年到了美国以后，我听到了福音，认识了

经有个主持问我三个问题：第一，你知道为什

耶稣， 从此我的生命有了很大的变

么寺庙门口有个一米高的台阶吗? 第二，我们

化……………

坐在寺庙的中心，然后他问我是什么在动?

第

三，烧香的时候插香要用哪只手？ 我的回答让

二、怎么样信主

他很满意甚至想收我为徒。其实有很多佛教徒
都不能回答以上这三个问题，只是茫然的看到

到美国后听到我从小玩到大的死党改信基

其他人怎么做，自己也跟着做。不知从什么时

督，我感到很是惊奇，简直不敢相信。听完他

候开始，我变得不想去寺庙里“烧香，拜佛，

的见证我的内心好像有了根福音的刺，此后经

烧纸钱，点很大的香”。我妈妈是一个很虔诚

常听到福音的信息。但是我都不信，我很是反

的佛教徒。因为我哥很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抗。直到认识了我太太，我的生命才开始改

她很是伤心。不过当她最伤心的时候传给她的

变。她全家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而我家是很

愛

却不是福音，而是佛教。也因此我妈妈的信仰

虔诚的佛教徒。我们能够走到一起真的是很不

的

变得更加相信佛家里的东西，例如：超渡，招

容易。那时我太太给我传福音，我还是不相信

門

魂，上身，凡佛教里面的东西我妈妈全部照

和反驳。直到我在她家人身上看到其他佛教徒

二

做。记得我才8-9岁的时候就已经接触了很多这

身上所没有的东西：有事情一家人一起商量，

零

方面的东西。起初不懂为什么每逢大年初一和

不会因为小事与人斤斤计较，做事很低调，等

一

十五都要游神灵，简称游神。后来才慢慢知

等…。好多事我都觉得不可思议。有一次我帮

五

道，因为在游神的时候要经过每家每户，目的

我太太家搬家，那天晚上我也跟着他们几个人

年

是无论谁家的大事小事它都会看顾；当你做成

跪在地上，听她家人唱完十字架赞美诗后祷

24

什么事情后要回到寺庙里，献上很多吃的东西

告，那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我自己都

和其他的贡品。以前我的性格很内向却很淘

不敢相信。直到有一天我和我太太说等我50岁
后再去信基督，就因为那句话，我的朋友就开

始和我讲耶稣的事，还有那‘盼望”。终于在

来没有过的喜乐也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现在

見

2011我与太太结婚后，我的生活开始变得不同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都祷告主，靠他向前，

證

了。我认识了一位退休的牧师，他对我影响很

每一次风浪来临都不会害怕。我的经历告诉我

主

大。不知不觉经历了几件事后我也信主了，还

只要你信那位真实的神并且依靠他，在你身上

恩

参加星期天崇拜和平常的聚会查经。然后听到

就能看见神迹。

“祷告的时候要请耶稣走进自己的心，认他是
救主，改变自己”。从那以后我才真正认识了
主。我的生命就此改变了。我发现以前我有很
多不好的习惯、脾气。因此在与别人相处当中
有了很大的变化。感谢上帝的看顾，保守我离
开了中国，来到美国。身心充满了感谢与赞
美。

现在我要向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祷告： 荣
耀的天父，今天我来到你的面前为那些和我以
前一样的佛教徒，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朋友
们向您呼求 ，请使用你的儿女和你的仆人将福
音广传到世界各地，改变他们。请败坏撒旦一
切的作为，让我们警醒等候您的到来，感谢祷
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三、信主后怎样
生命经历了改变之后，我很是勤奋的读
经、查经、并与牧师交流。我参加了团契并当
上了团长，还试着去解经。就是因为我有以上
的经历，我也向三个人传了福音。人生当中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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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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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走出办公室，看到UCO的停车场在周末
显得空空荡荡的。像往常一样我准备发动汽
车，突然发现车窗上，雨刷下有一张纸条随风
上下摆动。“周末怎么会有人在学校发广告
呢？”，我
心里想。下
车拿下纸条
一看让我大
吃一惊，上
面写着“我
撞了你的
车，请跟我
联系修理你
的车”。如
果不是这个
纸条，我还
真没有发现车被撞了。车左前侧的保险杠被撞
凹进去了。当时我觉得很沮丧，偌大的停车
场，几乎没有别的车，怎么就撞到我的车了
呢？看看纸条上的电话，我不知道能否打通。
我听过太多的这样的故事，有人留下假的保险
信息和电话，只是做个样子给旁边的目击者

看。何况这纸条上连保险信息都没有。让我打
电话，能够打通吗？我抱着一线希望试着拨了
这个电话。出乎意料，电话竟然通了；出乎意
料一个老人竟然接了电话。他承认撞了我的
车。我问他该怎么修理我的车呢？他说不要通
过保险，让我自己修车，然后他付给我现金。
正在这时候，应该是他太太接过电话告诉我：
不是他撞的我的车，实际上是他在教一个尼日
利亚学生开车。结果那个学生撞了我的车。我
当时心里一震，难道这位老人家是基督徒？这
么有爱心，而且又如此诚实。他本可以直接逃
走的，因为周末根本不可能有目击证人。我心
里又觉得很挣扎，如果修车费用很高的话，他
的爱心会不会被打击？
接下来的几天我跑了好多个汽车修理厂，
希望找到一个最便宜的。在这个过程中，修理
的工人发现固定左前大灯的塑料也被撞断了。
他们建议把整个灯换掉。可是这样就会让整个
修理费用超过1000块钱。我心里觉得非常不
安。后来终于找到了一家修理厂说不需要换
灯，只是换个固定的部件，但是灯的位置可能
会挪位。他们问我能否接受。没有犹豫，我说
可以。如果能为他省点钱，我觉得值得。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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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以后，车修好了。感谢神，修理工人
告诉我车灯的位置基本正常，比预期的效果好
多了。付了钱后，一丝不好的念头掠过我的头
脑：那个老人会付给我钱吗？可是马上我就否
定了这个念头。虽然我还没见过他，不知道为

什么，我觉得非常信任他。我把修车收据发给
那个老人，约好在UCO计算机系前见面。当我见
到他的时候，发现他是一个很慈祥的老人。虽
然我确信他是基督徒，但还是问了一下。他告
诉我他是基督徒，以前也是从事IT工作的，从
Tinker退休后在一个教会服事。我说希望这件
事不会影响他对国际学生的爱心。他说当然不
会。短暂的见面让我感慨万千。我一直在设想
如果把他换作我的话，我会这样做吗？我会为
这个学生的错误自掏腰包吗？我们一直感慨世
风日下，可是这位老人却带给了我们一股清新
的气息，带着耶稣基督的芬芳。他的确活出了
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为我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
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 你们在天上
的父”
—马太福音5:16

見

感谢神让我能够遇见这位老人。更感谢神
他给我树立了这么好的榜样，愿神保守我的
心，能够勇于为他做世上的光！

恩

證
主

“你们是世上的光” — 马太福音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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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华人新年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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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下紮根，向上結果
Take root below and bear fruit above
以赛亚书 37:31

主日崇拜 Sunday Worship

周日 Sunday 9:00 am (English)
10:45 am (中文)

成人主日学 Adult Sunday School

周日 Sunday 9:15 am (中文)
10:45 am (English)

儿童主日学 Children Sunday School

周日 Sunday 10:45 am

祷告会 Prayer Meeting

周三 Wednesday 7:45 pm
周日 Sunday
8:15 am

少年团契 Youth Fellowship

周五 Friday

7:40pm

活力团契 Student Fellowship

周五 Friday

7:40pm

家庭团契 Family Fellowship

周五 Friday

7:40pm

愛的門聯合衛理教會
Edmond Chinese International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321 W. 8th St.
Edmond, OK 73003, USA.
Phone : (405) 340-5428
Website: http://www.eciumc.com/
E-mail: eciumc@sbcglobal.net

